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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九届大众科技论坛
山西省第十九届
大众科技论坛光荣榜
光荣榜
“山西科技富民万村行”新闻采访团在组织有关媒体深入基层采访、考察的基础上推荐，并征询有关部门的意见，经山西省第十九届大众科技论坛组织委员会研究决定，对全
省在科技创新、科技调产、科技推广、科技扶贫、科技富民及绿色转型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
改革开放 40 年十大优秀个人
申纪兰 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顺县西
沟乡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
张志和 全国百城商会联合会会长
赵冰峰 山西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
原贵生 山西龙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河津市清涧街道办事处龙门村党委书记
郭 俊 山西古城乳业集团董事长
袁建军 怀仁县羔羊肉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翠萍 平顺县王家庄园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
刘桂珍 代县峪口乡段家湾村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
郭建民 孝义市振兴街道办事处东庄村党支部
书记
邢尚新 中铁十二局山西铁道大厦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

宁武县西马坊乡西马坊村
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
阳泉市郊区桃林沟村
平定县冠山镇宋家庄村
介休市龙凤镇张壁村
平顺县石城镇王家庄村
安泽县府城镇飞岭村

绿色转型产业富民十佳单位
山西省墙体革新推广管理中心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技术推广处
河曲县林业局
侯马市商务局
山西龙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古城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晋神五和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雁门万达苗木有限公司
温氏股份秦晋养猪公司
怀仁市仁福畜牧饲养加工合作社

十佳科技富民样板县（市、
区）
朔州市怀仁市
大同市阳高县
阳泉市郊区
忻州市河曲县
太原市阳曲县
长治市平顺县
晋中市太谷县
运城市万荣县
吕梁市汾阳市
临汾市侯马市

十佳科技扶贫先进县
太原市娄烦县
大同市广灵县
忻州市静乐县
忻州市神池县
吕梁市岚县
长治市沁源县
长治市平顺县
晋中市和顺县
临汾市永和县
运城市夏县

十佳科技扶贫优秀领导
乔建军 山西省农业厅厅长
李 滨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
刘予强 中共临汾市委副书记、临汾市人民
政府市长
王立伟 中共吕梁市委副书记、吕梁市人民政
府市长
高 键 中共山西省朔州市委副书记、朔州市
人民政府市长
吴晓华 中共长治市委常委、平顺县委书记
鞠 振 中共运城市委常委、河津市委书记
李德新 忻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静乐
县委书记
曹爱民 忻州市政协副主席、
中共神池县委书记
田永清 中共代县县委书记

党建引领脱贫十佳人物
任建华
王建廷
薛东晓
任天顺
张汪尤

基层党组织
“三基”建设十佳乡镇
左云县店湾镇
怀仁市吴家窑镇
山阴县吴马营乡
平鲁区白堂乡
神池县东湖乡
代县胡峪乡
娄烦县庙湾乡
阳泉郊区平坦镇
侯马市新田乡
稷山县稷峰镇

十大乡村旅游明星乡镇
代县新高乡
宁武县西马坊乡
平顺县石城镇
阳泉市郊区河底镇
闻喜县侯村乡
乡宁县尉庄乡
永和县河阁底乡
夏县大里乡
五台县陈家庄乡
山阴县张家庄乡

科技富民十佳乡镇
代县峪口乡
稷山县化峪镇
怀仁县海北头乡
山阴县安荣乡
神池县贺职乡
夏县禹王乡
河曲县土沟乡
侯马市新田乡
文水县刘胡兰镇
永和县交口乡

十佳产业富民样板村
代县上馆镇橙草沟村
怀仁市云中镇管庄村
繁峙县杏园乡南关村
阳城县凤城镇美泉村
永和县阁底乡东征村
孝义市振兴街道东庄村
长治县振兴新区振兴村
太谷县水秀乡北郭村
平定县冠山镇王家庄村
河津市樊村镇固镇村

二十佳乡村旅游名村
河津市清涧街道龙门村
阳曲县黄寨镇上安村
清徐县清源镇大峪村
阳高县龙泉镇乳头山村
广灵县梁庄乡木厂村
灵丘县红石塄乡上北泉村
朔城区南榆林乡青钟村
右玉县杀虎口风景名胜区杀虎口村
怀仁市马辛庄乡鲁沟村
河曲县土沟乡榆林洼村
代县新高乡新高村
偏关县万家寨镇老牛湾村
繁峙县繁城镇赵家庄村

边东圣
刘会平
梁 敏
刘建树
马焕武

中共阳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中共忻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娄烦县委书记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汾西
县委书记
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闻喜
县委书记
中共河曲县委书记
中共代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中共阳泉市郊区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中共文水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怀仁县云中镇西小寨村党支部书记

绿色发展杰出人物
尚建军
董跃峰
吴晓斌
武跃飞
金所军
武新亮
樊 宇
任鸿宾
庞明明
陈 浩
乔振宇
张鹏宇
李成生
毕冠军
闫慧军
张明川
李鸿发
孙 群
董二万
王泽邦
午长卓
迪培田
常 征
梁义文
孔建平
曹永新
胡 勇
陈 岩
梁建明
宋海泽

大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太原铁路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中共平鲁区委书记
中共汾阳市委书记
中共沁源县委书记
五台县人民政府县长
大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河曲县人民政府县长
朔城区人民政府区长
石楼县人民政府县长
中共繁峙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长治市消防支队党委副书记、支队长
同煤集团朔州煤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绛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兼绛县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忻州市大型煤电化基地河曲协调办事
处副主任
阳泉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交警支队
支队长
怀仁县肉羊行业协会会长、怀仁市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太原市机动车燃气排放管理中心主任
偏关县财政局局长
山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介休市消防大队教务员
河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
阳泉郊区平坦镇党委书记
文水县孝义镇镇长
山西大学后勤管理处饮食服务中心
副主任
山西晋坤矿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朔州润臻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长治加固分公
司董事长
三晋国际饭店常务副总经理
大同鑫瑞阁煤雕店经理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优秀县委书记
刘晋萍
李亚丽
张 春
冯晓雷
刘 亮
吴秀玲
孔保宝
温建军
梁宝明
高奇英
梁志锋
加天山
郝献民
李 强
王宏伟
董旭光
孙永胜
胡 坚

中共阳曲县委书记
中共隰县县委书记
中共五寨县委书记
中共阳高县委书记
中共怀仁市委书记
中共右玉县委书记
中共繁峙县委书记
中共保德县委书记
中共文水县委书记
中共岚县县委书记
中共兴县县委书记
中共永和县委书记
中共古县县委书记
中共安泽县委书记
中共绛县县委书记
中共芮城县委书记
中共和顺县委书记
中共武乡县委书记

昔阳县三都乡井沟村村委主任
河曲县土沟乡榆林洼村党支部书记
阳泉效区平坦镇桃林沟村党委书记
苏斌如 怀仁市人民政府市长
襄垣县王桥镇返底村党支部书记兼
丁国华 阳高县人民政府县长
村委会主任
闫新平 武乡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生才 繁峙县东山乡南峪口村党支部书记、
王剑峰 清徐县人民政府县长
村委主任
新时代精准扶贫先锋人物
裴耀军 阳曲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先保 武乡县故县乡五村党支部书记、
马占文 平鲁区人民政府区长
孙跃武 山西省农业厅种植业处副处长
村委会主任
段慧刚 侯马市人民政府市长
马宏斌 山西省农科院技术推广处副处长
岳先来 平顺县石城镇岳家寨村党支部书记
郝江陵 代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亚东 太原理工大学轻纺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高旭平 神池县龙泉镇戎家梁村第一书记
王 昕 静乐县人民政府县长
驻偏关县万家寨镇干部帮扶工作队队长 宁栋梁 阳高县罗文皂镇十九墩村第一书记
马志强 原平市人民政府市长
韩晋民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王建新 代县上磨坊乡赤土沟村第一书记
韩 斌 保德县人民政府县长
驻繁峙县杏园乡东山乡扶贫工作队队长 任武贤 山西晋宝药业集团董事长总裁
崔峥岭 繁峙县人民政府县长
马晓平 山西妇女报社副总编辑，
省妇联驻五台 沙万里 繁峙县第三建安公司党支部书记、
经理
张生明 定襄县人民政府县长
县高洪口乡唐家庄村干部帮扶工作队队长 张凤翔 太原市翼城商会会长
孟宏斌 神池县人民政府县长
付仰峰 省编办驻代县峪口乡西旺村
梁永平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朔煤
黄亚平 闻喜县人民政府县长
干部帮扶工作队队长
王坪煤电公司党委书记
樊双全 夏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建良 长治市林业局局长
欧阳建华 温氏股份秦晋养猪公司总经理
刘 伟 太谷县人民政府县长
韩 斌 保德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 东 山西三盈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安文 汾西县人民政府县长
崔峥岭 繁峙县人民政府县长
杨晓东 山西福润嘉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樊双全 夏县人民政府县长
丁文玲 闻喜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董事长、总经理
吴晓东 汾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贾建宁 中共宁武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丁建宏 太原百姓渔村餐饮集团董事长
华永军 保德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
王建军 山西盛世餐饮旅游技工学校校长
靳学强 中共汾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李学文 太原德得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新时代创新发展三十佳女杰
刘云生 中共浮山县委常委、
王建亮 山西晋味鲜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
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郭志强 山西火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双少敏 山西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李鹏奇 中共绛县县委常委、副县长
贾妮娜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人民医院
焦 强 山西果信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李俊胜 中共侯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李明刚 山西明源饮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玉萍 稷山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杨晓明 山阴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玉双 五台县清水河玉米加工专业合作社
李慧芳 山西省农业驻临县干部帮扶工作队队长 郭旭东 侯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理事长
刘新宇 五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杨还才 原平市康源农牧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丽萍 广灵县人民政府县长
范洋平 永和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舒华 古县人民政府县长
武江鑫 原平市双慧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贺红林 河津市人民政府副县长
邢雨花 忻州市科协主席
董事长
刘燕萍 中共忻府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苏国平 五寨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张建文 河曲县兴农科技公司总经理
张寒梅 中共稷山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贺红林 河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尤金莲 河曲县莲芯富硒农产品开发公司董事长
任清泉 偏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张红玉 侯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六六 繁峙县天河牧业公司总经理
张秀文 河曲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郝 冰 稷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云泽国 右玉县玉羊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红梅 朔州科协党组成员、副调研员
高 峰 朔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赵贵喜 五寨县双喜鹏程淀粉有限公司董事长
闫开仙 太原市烹饪餐饮业协会会长
吴树林 定襄县政协副主席，
县国土资源局局长 张建军 左权县太行野山果饮品有限公司
李彩英 静乐县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张忠林 山西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流通中心
董事长
主任
李 梅 临猗县牛杜镇镇长
王德才 山西三盛合酿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席 枫 绛县郝庄张乡乡长
王生旺 朔城区农委主任
原连生 繁峙县绿源恒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秀玲 神池县劳动就业局局长
尹护邦 山阴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
席 萌 侯马聚源通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振波 芮城县林业局局长
张国莲 岢岚县宋家沟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左孝亮 山西鑫晶包装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魏孟伟 代县财政局局长
闫要红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平遥支行行长
董事长
许混娥 河曲县工商联副主席
刘 杰 代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县
孔凡梅 代县景坤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连志英 太原市地税局万柏林分局
扶贫开发中心主任
郝帅林 山西帅林绿色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张宝霖 河曲县林业局局长
和平税务所所长
董事长
张晓东 太原市万柏林区大唐实验小学校长
吴虎生 河曲县财政局局长
贺登科 山西银河镀锌法兰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仙荷 广灵荞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会民 新绛县财政局局长
张凤山 河曲圣达精致淀粉有限公司董事长
阎继红 山西晋西口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军 宁武县财政局局长
张晓斌 山西金农庙会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罗秀艳 山西通海商务会馆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润青 五寨县财政局局长
董事长
郭东彪 五台县教育局局长
袁 甜 侯马经济开发区米兰多格
王 计 山阴县信誉农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效伟 五台县农委主任
臧志前 阳曲县青草坡农业综合发展公司
郝荟芹 山西汾珍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 久 绛县招商局局长
董事长
王 镇 阳高县扶贫开发中心主任
贺彩叶 怀仁市兴农电子商务
董建生 山西瑞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范武胜 静乐县扶贫开发中心主任
张守彭 应县跑马梁小杂粮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郝月红 山西紫林醋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志刚 偏关县扶贫开发中心主任
李 达 稷山县加顺红枣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赵 蓉 山西五台山沙棘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 盛 神池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主任
赵世有 山阴县吴马营乡喜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董林胜 侯马市商务粮食局局长
王家顺 侯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十佳教育管理创新标兵
新时代产业富民优秀企业家
刘玉恒 河曲县引黄工程管理中心主任
冯 峰 大同大学校长
李文生 永和县科技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高振亮 山西晋旅投资集团董事长
梁志文 忻州技术学学院院长
丁 红 吉县果业中心主任
侯湘东 山西四建集团公司总裁
程锡军 晋中卫校校长
张吉珍 偏关县原科委主任
薛靛民 山西阳光焦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 鑫 偏关一中校长
窦兴华 吉县果树研究所所长
董事长
仝贵军 怀仁一中校长
徐国勇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清徐县支行行长
苗春生 代县方盛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根发 侯马一中校长
孙润民 代县峪口乡党委书记
郭 雷 晋中久冠服饰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成侯平 临县白文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刘吉文 代县滩上镇党委书记
李振会 夏县格瑞特酒庄董事长
张晓东 太原市万柏林区大唐实验小学校长
段彦飞 平顺县石城镇党委书记
张福田 五寨县隆泰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志东 太原市五一路小学副校长、
李俊青 静乐县杜家村镇党委书记
河曲县土沟乡榆林洼村党支部书记
富力城分校执行校长
郭建忠 偏关县老营镇党委书记
谭振军 神池县六合园粮油专业合作社董事长
孙彩霞 绛县郝庄乡东郝小学校长
李 毅 偏关县水泉乡党委书记
杨喜园 保德县红源果枣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斐 繁峙县杏园乡党委书记
保德县南河沟乡寨墕村党支部书记
任雨田 繁峙县东山乡党委书记
张爱兵 山西华太庄园农林牧开发有限公司
十大科技创新功勋专家
冯建华 神池县龙泉镇党委书记
董事长
李 保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院长，
田江波 神池县东湖乡党委书记
博士生导师，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
马俊强 神池县义井镇党委书记
脱贫攻坚杰出乡镇领导
王斌全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
袁 帅 神池县太平庄乡党委书记
教授，
主任医师
周 强 神池县八角镇党委书记
王新德 娄烦县娄烦镇党委书记
胡富申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梁日军 山阴县薛圐圙乡党委书记
孙 福 阳高县马家皂乡党委书记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朱志斌 山阴县吴马营乡党委书记
田心世 右玉县威远镇党委书记
董 川 山西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
王 聪 山阴县张家庄乡党委书记
王 福 怀仁县新家园乡党委书记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 昌 河曲县文笔镇党委书记
樊晋阳 山阴县安荣乡党委书记
卫虎林 山西财经大学工商学院院长、教授
赵金良 河曲县巡镇镇党委书记
贺永兴 平鲁区白堂乡党委书记
刘 俊 中北大学仪器与电子学院测控技术与 赵雪冰 河曲县土沟乡党委书记
谭 雄 朔城区张蔡庄乡党委书记
仪器专业教授
邬晋波 河曲县鹿固乡党委书记
郝瑞光 河曲县旧县乡党委书记
高志强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
苗永旺 河曲县沙泉乡党委书记
张海军 保德县尧圪台乡党委书记
山西省农学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卢永昌 五台县豆村镇党委书记
武秀贵 偏关县天峰坪镇党委书记
杨怀卿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
白 冰 五台县建安乡党委书记
王 斌 五寨县梁家坪乡党委书记
工程学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泰山 五台县东冶镇党委书记
刘福林 神池县烈堡乡党委书记
江宝柱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白 冰 五台县建安乡党委书记
崔永成 神池县大严备乡党委书记
神经外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
卢永昌 五台县豆村镇党委书记
董树平 宁武县西马坊乡党委书记
顾翠云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集团技术中心
田永峰 永和县阁底乡党委书记
段慧卿 静乐县辛村乡党委书记
高级工程师
许 瑛 河津市下化乡党委书记
吕志强 静乐县段家寨乡党委书记
张立新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赵东杰 稷山县化峪镇镇长
王世伟 繁峙县繁城镇党委书记
储藏与保鲜所所长，研究员
郭红旭
闻喜县郭家庄镇镇长
杨梁远 代县聂营镇党委书记
郭黄萍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研究员
任亚军
静乐县双路乡乡长
张文荣 五台县台城镇党委书记
张雁冰 神池县大严备乡乡长
马旭忠 五台县阳白乡党委书记
秦志忠 河曲县赵家沟乡乡长
桑宏亮 平顺县西沟乡党委书记
十佳科技成果产业化优秀专家
刘 灏 五寨县韩家楼乡乡长
段开松 平顺县青羊镇党委书记
姚永杰 五台县沟南乡乡长
郭志刚 文水县马西乡党委书记
树学峰 太原理工大学副校长、2018 年度省委
翟铭娟 翼城县王庄乡党委书记
驻偏关县干部驻村帮扶扶贫工作队大队长 李 栋 宁武县化北屯乡乡长
姚永杰 五台县沟南乡乡长
李红阳 临猗县猗氏镇党委书记
常明昌 山西省食用菌协会会长
张守山 阳高县龙泉镇副镇长
马苏义 平陆县常乐镇党委书记
山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教授
王 强 太原铁路公安局大同公安处刑警
任建永 芮城县风陵渡镇党委书记
王宏伟 山西省农科院汾阳经济作为研究所
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
杨文有 曲沃县高显镇党委书记
所长，
研究员
张国强 文水县胡兰镇党委书记
董宪姝 太原理工大学矿业学院矿物加工系主任、 崔保定 稷山县清河镇卫生院院长
石金平 蒲县山中乡山中村党支部书记
杨少锋 方山县大武镇党委书记
教授
牛扎根 长治县振兴新区振兴村党总支书记、 张映楠 汾阳市杏花村镇党委书记
张 杰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西上党振兴集团董事长
陈跃武 沁水县郑庄镇党委书记
神池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

绿色转型产业富民
优秀县（市、
区）长

薛新平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
永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
王广元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董 琦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

马怀兰
张福田
李乃珠
段爱平

李跃峰
张五清
张旭东
段晓娜
段东红
梁永明
张 晓
裴文荣
李惠民
梁俊杰
王韶辉
贺向亮
刘金生
张 敏
刘逸清
闫新善
丁坚强
丁国仓

武乡县蟠龙镇党委书记
长治县西火乡党委书记
蒲县蒲城镇党委书记
吉县屯里镇党委书记
永和县交口乡党委书记
稷山县稷峰镇党委书记
临猗县角杯乡党委书记
夏县瑶峰镇党委书记
河津市赵家庄乡党委书记
侯马市新田乡党委书记
尧都区枕头乡党委书记
临县三交镇党委书记
古县永乐乡乡长
兴县蔡家崖乡乡长
文水县凤城镇党委书记
河津市城区街道党委书记
沁水县龙港镇党委书记
忻府区解原乡党委书记

产业扶贫优秀第一书记
慕建伟 省委组织部人才办副主任、
驻永和县阁
底乡扶贫工作队队长兼东征村第一书记
牛成林 省妇联儿童和家庭工作部部长牛成林、
驻五台县高洪口乡干部帮扶工作队
队长兼西岗村第一书记
赵 帅 代县上磨坊乡新城村第一书记
张晋东 神池县太平庄乡宋村第一书记
王永清 山阴县玉井镇青杨沟村第一书记
姚振华 右玉县右卫镇南元村第一书记
王小龙 汾西县佃坪乡圪台头村第一书记
杨 勇 广灵县石家田乡石窑村第一书记
史小兰 武乡县洪水镇岭村第一书记
王森浩 保德县杨家湾镇余铁村第一书记

十佳电商富民领军人物
赵世权
乔炳节
赵志侃
张亚平
金 波
张海元
张保珍
毛庆丰
王文杰
吕世凯

山西乐村淘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山西四季风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山西五台山沙棘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添仓网总裁
山西马上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山西鑫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静乐县农村电商中心主任
左权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主任
山西树人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定襄益农佳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二十佳产业富民农村干部
施飞杰 怀仁县云中镇北街村党支部书记
王学锦 阳泉市郊区李家庄乡李家庄村党总
支书记
栗国富 繁峙县杏园乡岗里村村委会主任
安建国 代县上磨坊乡神涧村村委主任
刘 震 神池县东湖乡段笏咀村党支部书记
郑志兵 阳城县凤城镇美泉村党支部书记
武日云 山阴县合盛堡乡康庄村党支部书记
郭兴峰 平遥县段村镇横坡村党支部书记
徐靖华 尧都区枕头乡枕头村党支部书记
岳东仁 平顺县石城镇苇水村党支部书记
樊振强 五寨县韩家楼乡韩家楼村党支部书记
杨雪明 浮山县张庄乡小郭村党支部书记
徐靖华 尧都区枕头乡枕头村党支部书记
李建才 壶关县桥上乡桥上村村委会主任
狄帅威 稷山县化峪镇位林村村委会主任
刘才万 柳林县薛村镇军渡村党支部书记
田福其 隰县午城镇桑梓村党支部书记
张新文 临县安业乡前青塘村党支部书记
王明花 右玉县右卫镇头水泉村党支部书记
石狗拴 阳曲县侯村乡店子底村党支部书记

三十佳农村科技致富标兵
赵 军 怀仁市毛皂镇毛皂村党支部书记
郭 表 五台县阳白乡郭家寨村党支部书记
赵智财 繁峙县繁城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马保云 山阴县张家庄乡旧广武村党支部书记
迪发斌 稷山县化峪镇化峪村村委会主任
胡艳荣 代县峪口乡景荣种植专业合作社经理
岳玉文 应县和顺苗木专业合作社董事长
郝 凡 右玉县农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金宏雁 代县紫金苑合作社理事长
王平舍 闻喜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会长
李军发 山阴县洋洋奶牛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徐永安 娄烦县天池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俊希 五寨县安子村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 捷 汾阳市晋龙核桃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史建强 沁源县王陶乡黄段村双孢菇种植大户
夏志文 怀仁县绿草地养殖专业合作社董事长
吴忠定 临猗县角杯乡上豆氏村
有机苹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辛树军 原平市北岗恒宇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席春雷 洪洞县赵城镇兴源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任安虎 平陆县横涧村碧海蔬菜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秦红卫 绛县正泰山楂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福龙 新荣区华茂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杨云强 芮城县运强香椿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苏国强 万荣县通化三王樱桃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闫志明 蒲县正茂核桃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慧民 浮山县海燕核桃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岳玉文 应县和顺苗木专业合作社董事长
郝 凡 右玉县农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周永平 夏县埝掌镇北坡村花椒协会会长
丁刚明 山西山里红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